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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陈俊华 董事 工作原因 滕有西 

尉洪朝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出国） 管亚梅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72797148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 0.3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苏州固锝 股票代码 00207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滕有西  

办公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通安镇华金路 200 号  

电话 0512-68188888-2079  

电子信箱 y.x.teng@goodark.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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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的主要业务情况 

公司自成立以来，专注于半导体整流器件芯片、功率二极管、整流桥和 IC 封装测试领域。公司已经

拥有从产品设计到最终产品研发、制造的整套解决方案。整流二极体全球第一梯队的公司的部分二极体出

自于苏州固锝公司的员工之手，在二极管制造方面公司具有世界一流水平，其芯片两千多种规格的核心技

术掌握在公司手中。整流二极管销售额连续十多年居中国前列。 

公司在半导体整流器件二极管企业中具有从前端芯片的自主开发到后端成品的各种封装技术，形成了

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主要产品包括汽车整流二极管、功率模块、整流二极管芯片、硅整流二极管、开关二

极管、稳压二极管、微型桥堆、军用熔断丝、光伏旁路模块、无引脚集成电路产品和分立器件产品等。共

有 50 多个系列、3000 多个品种。产品广泛应用在航空航天、汽车、绿色照明、IT、家用电器以及大型设

备的电源装置等许多领域。设计、研发太阳能电池用银浆以及各种电子浆料，研发并规模化生产物联网领

域各种新型传感器。 

公司拥有 MEMS-CMOS 三维集成制造平台技术及八吋晶圆级封装技术从而增强公司的研发实力，将

公司技术水平由目前的国内先进提升至国际先进水平。 

公司遵循“半导体一站式超市”的经营模式，倡导“绿色经营”的发展理念，长期采取自主销售、代理商

销售和 OEM/ODM 的销售经营模式相结合的营销模式。坚持技术创新，不断推出满足市场需求、高科技及

高附加价值产品，使公司产品技术继续保持行业领先水平。 

2018 年控股子公司苏州晶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情况良好，5·30 光伏新政后,根据行业技术路线

由多晶为主转向单晶 PERC 发展，公司抓住机会加强研发，在单晶 PERC 浆料上取得突破，销售从以多晶

为主转向单多晶并重；营销方面，加强对中大型客户的推广力度，已有数家排名前十的客户进入可靠性测

试和中量测试，客户层级得到了提升。 

2018 年对马来西亚子公司 AICS 再次收购 8%的股权，实现对 AICS 公司 100%的控股，为集团的全面

整合资源战略实现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1,885,325,487.13 1,854,591,461.11 1.66% 1,187,334,429.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4,550,523.55 104,696,977.01 -9.69% 113,409,678.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3,203,662.96 89,212,387.97 26.89% 96,721,830.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2,317,782.85 151,036,844.38 -5.77% 169,066,53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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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99 0.1438 -9.67% 0.1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99 0.1438 -9.67% 0.1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0% 7.02% -1.02% 8.06%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2,054,372,515.16 1,981,009,691.48 3.70% 1,756,030,794.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13,643,258.13 1,532,231,067.07 5.31% 1,464,681,121.0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62,230,482.56 482,199,013.41 471,201,711.82 469,694,279.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586,789.26 29,766,234.30 30,129,032.28 25,068,467.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16,181.47 43,406,752.74 40,840,221.87 24,940,506.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560,683.99 27,796,965.87 71,211,107.09 83,870,393.8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65,50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68,682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苏州通博电子

器材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4.28% 249,577,429    

润福贸易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6.03% 43,910,660  质押 34,000,000 

肖孟佳 境内自然人 0.55% 3,972,600    

苗青 境内自然人 0.23% 1,671,100    

陆勇 境内自然人 0.21% 1,543,100    

郎泽清 境内自然人 0.17% 1,268,900    

周子良 境内自然人 0.16% 1,199,412    

梁国光 境内自然人 0.15% 1,100,762    

陈云麟 境外自然人 0.15% 1,088,143    

吴念博 境内自然人 0.14% 1,035,450 7,765,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述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股东肖孟佳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572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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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如有） 股；股东陆勇通过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541,500

股；股东郎泽清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268,900 股：股东周子良通过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份 1,199,412 股；股东陈云麟通过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份 1,037,800 股；股东林主良通过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份 1,005,249 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

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 年集团公司继续践行“诚信·品质年”。同时也是公司实践中国式管理—“家”文化管理模式、创建幸

福企业的第九个年头。 

2018 年，我们始终秉持“内求·利他”的家训，持续实践中国式“家文化”管理模式的同时，全面落实吴念

博董事长倡导的 “人人是安全员、人人是工程师、人人是品管员、人人是工务员、人人是清洁工”的五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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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活动，通过“提升品质、提升良率、提升效率”为主题的“四维一体”的项目改善活动，全面推进“减少浪费、

降低成本”为主题的“3/5行动”，通过“反腐倡廉”、“支部建在连队”、技术创新等特色的管理项目，提升了

整体管理水平。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在全体家人共同努力下，着力发展汽车电子产品以及新能源产品的研

发及投入，生产制造上全面加速系统化、信息化、智能化及自动化的进程，汽车客户稳步增长。 

2018 年度，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188532.55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66% ，实现利润总额为 14911.44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14.07%，实现净利润为 13221.12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11.31%，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455.05 万元，较去年同期相比降低 9.69%；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0.1299 元，较去年同

期相比降低 9.67%。 

2018 年度公司被评为“科技工作先进单位”、“中国半导体功率器件十强企业”、“外国专家工作室”、“重

合同守信用企业” 、“劳动保障守法诚信 A 级企业“；公司董事长吴念博先生分别被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

院、四川文化艺术学校聘请为“企业家名誉顾问”和“国学院东方管理系主任、教授”；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吴

炆皜先生被评为“2018年省科技企业家”；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滕有西先生再次当选新财富金牌董秘

的专家委员。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集成电路 227,086,968.58 23,563,292.47 10.38% 13.89% -0.14% -1.45% 

分立器件 860,795,728.74 162,931,528.81 18.93% -2.22% 6.81% 1.60% 

加速度器 614,297.81 213,321.33 34.73% -59.03% -52.18% 4.98% 

新能源材料 796,096,983.70 156,348,651.83 19.64% 3.11% -10.62% -3.02%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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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8）15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

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应收利息”和“应收股利”

并入“其他应收款”列示；“应付利息”和“应付股利”并入

“其他应付款”列示；“固定资产清理”并入“固定资产”列

示；“工程物资”并入“在建工程”列示；“专项应付款”并入

“长期应付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本

期金额528,773,360.16元，上期金额437,677,543.11元；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本

期金额225,798,103.03元，上期金额252,923,909.61元； 

调增“其他应付款”本期金额108,593.81元，上期金额17,884.18元； 

（2）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原“管理费用”

中的研发费用重分类至“研发费用”单独列示；在利润表中

财务费用项下新增“其中：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项目。

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调减“管理费用”本期金额82,865,887.01元，上期金额

56,902,471.50元，重分类至“研发费用”。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未发生重要的会计估计变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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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30.00% 至 0.00% 

2019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

间（万元） 
671.08 至 958.68 

2018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958.6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人民币短期升值引起的汇兑损失上升以及销售收入略有下降。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念博 

                                                                    2019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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